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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
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 年度财政政策 

（项目）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
 

市财政局： 

根据市财政局《关于开展 2021 年度财政政策（项目）支

出绩效自评的通知》（绵财绩[2022]5 号）通知精神，为推进

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我院

对财政政策（项目）支出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现将自评情

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绩效目标情况 

2021 年度我院财政政策（项目）经费预算 646.8698 万

元，涉及破产管理人专项经费等 13 个经费开支项目，各项支

出严格按照预算批复执行，经费收支管理规范有序，经费报

销层级审核严格，分级负责，不存在经费截留、挪用等问题，

合理、有效、规范使用资金。有力地保障我院各项审判和执

行工作的顺利开展，收到了良好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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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资金安排情况 

2021 年项目经费预算 646.8698 万元，其中：破产管理

人专项经费 50 万元；2021 年大换装经费 51.2698 万元；死

刑犯审判执行经费 9.6 万元；审判工作会议费 6万元；法律

文书审判资料购置费 13 万元；法院业务费 356 万元；诉讼参

与人公用经费 6万元；人民陪审员经费 8万元；法制宣传经

费 43 万元；解决执行难工作经费 10 万元；执行救助专项资

金 10 万元；实习法官助理补助经费 24 万元；诉讼档案辅助

事务外包经费 60 万元。 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

（一）预算执行进度情况分析 

2021 年共有 13 个项目经费预算 646.8698 万元，实际执

行数 598.8698 万元（破产管理人专项经费预算 50 万元，实

际执行数 2万元），执行率 92.58%。 

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
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我院能严格按照财政政策执行，

在 2021 年初预算编制阶段，对 13 个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，

年终执行完毕后开展了 13 个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梳理。对

项目资金支出开展绩效自评，从评价情况来看，总体感觉到

项目资金管理正规，做到了专款专用，实际支出结构合理，

资金使用效益达到最大化，自评结果为优秀。 

（三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

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21 年度部门决算中反映“破产

管理人专项经费、2021 年大换装经费”等 13 个项目绩效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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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实际完成情况。 

1.破产管理人专项经费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项目全

年预算数 50 万元，执行数为 2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4%。近年

来，随着我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，“僵尸企业”市场

出清力度逐渐加大，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高速增长。实践中，

个别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无任何资产，不能支付破产管理人

报酬，法院办理该类企业的破产案件难以指定管理人，导致

破产启动难。即使法院强令指定管理人接管破产企业，但管

理人因无报酬收取，工作积极性不高，导致办理该类破产案

件推动难。故 2021 年我院在该项目中只执行 2万元。 

2.2021 年大换装经费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项目全年

预算数 51.2698 万元，执行数为 51.2698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

100%。主要按照省法院 2021 年大换装要求，对本院工作人员

进行大换装。 

3.死刑犯审判执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项目全年预

算数 9.6 万元，执行数为 9.6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%。担负

全市 11 个县、市、区判处死刑案件的上报，协助省高级人民

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案件开庭及死刑复核工作，并对生

效的死刑犯进行枪决或注射执行。 

4.审判工作会议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项目全年预算

数 6万元，执行数为 6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%。通过项目实

施，法院业务性强，新的法律、法规每年层出不穷，均需要

召开业务会议进行传达、学习并交流审判经验。刑事、民事、

经济、行政、审判监督等量审判业务及法警、法医、司法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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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等工作每年都要以会代训的形式召开多次全市法院系统会

议。 

5.法律文书审判资料购置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项目

全年预算 13 万元，执行数为 13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%。通

过项目实现，新《刑事诉讼法》、《民事诉讼法》已开始施行，

相应的司法解释也相继出台，需求的书籍量将大增。我院审

判工作业务性强，每个业务庭室每年均需订购最高法院公报、

各种司法解释、最新法律法规书籍、各种判例书籍及法律方

面的报刊物。及时掌握最新业务知识，提高办案准确率和群

众满意度。 

6.法院业务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项目全年预算数356

万元，执行数为 356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%。通过项目实施，

有效促进法院案件及时审结。近年来，国家经济下行压力加

大，法院案件数量逐年递增，司法责任制配套改革的辅助人

员配备，办案成本不断增加，造成法院经费日渐紧张，需加

大经费投入力度，保障法院系统工作正常开展。 

7.诉讼参与人公用经费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项目全

年预算数 6万元，执行数为 6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%。通过

项目实施，我院在审理刑、民、经、行政等各类案件时，需

聘请专业的鉴定、勘验、翻译人员等对专业问题进行分析、

评议。同时，根据案件需要，也需要所有证人到庭作证，以

确保案件顺利审结。 

8.人民陪审员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项目全年预算数

8 万元，执行数为 8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%。根据《全国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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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》和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》、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陪

审员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人民陪审员数量不少于现任法

官的一半。通过项目实施，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，使法

院结案率达到 95%以上。 

9.法制宣传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项目全年预算数 43

万元，执行数为 43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%。十八届四中全

会决定：法院要加强法制宣传，以案说法，以案释法。2014

年，我院已按照法治绵阳的建设要求，与市电视台联办《案

与法》节目，与日报社联办法制专栏。通过项目实施，法制

节目联办普及法律知识，使人民群众达到知法、懂法、守法

效果。 

10.解决执行难工作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项目全年预

算数 10 万元，执行数为 10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%。为贯彻

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法发 2016〔10〕号《关于落实“用两到三

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”的工作纲要》，为达到最高法院

要求，我市法院力争在两到三年解决全市执行难问题，需投

入大量人力物力对执行案件进行到场取证、查封被执行物品、

冻结案款。 

11.执行救助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项目全年预算数

10 万元，执行数为 10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%。2018 年，最

高法院出台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通知》。按

通知精神，市委政法委、市财政局、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局、

司法局联合印发《绵阳市市级国家司法救助分类量化标准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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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。通过执行司法救助，确保该项经费发挥应

有作用，确保困难当事人能够息诉服判。 

12.实习法官助理补助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项目全年

预算数 24 万元，执行数为 24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%。随着

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、审判质效要求的提高，法院系统案多

人少矛盾十分突出。为缓解巨大的办案压力，确保案件质效，

拟在全省法院范围内推动建立实习法官助理长效机制。我院

按15个审判团队每个团队接收1名实习法官助理的方案与西

南科技大学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（数量指标）。按每人每月

1500 元给予实习补贴、办公、餐费等。 

13.诉讼档案辅助事务外包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项目

全年预算数 60 万元，执行数为 60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%。

主要按照省法院建设要求，对本院诉讼档案辅助事务扫描、

归档等工作实现了外包服务，减轻人力、物力，极大地为当

事人提供了更加快捷方便的档案调阅和查询事项。 

（四）项目效益分析 

2021 年度共有 13 个项目经费预算 646.8698 万元，实际

执行数 598.8698 万元（破产管理人专项经费预算 50 万元，

实际执行数 2万元），执行率 92.58%。我院能严格按照财政

政策执行，坚持预算绩效管理，坚持向经费使用问效益。在

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、生态效益和可持续性影响等方面都得

到了极大提高，有力地保障了我院 2021 年各类案件审判、执

行的顺利开展。 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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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离绩效目标的主要表现：一是项目经费使用进度不均

衡；二是项目经费的预算数与执行数偏差较大。 

（一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 

1.项目经费使用进度不均衡。项目经费使用进度未达到

前 3 季度实施该项目经费 75%的支付进度，少数项目经费均

为一次性使用经费。如：法制宣传经费年初预算 43 万元，截

止 2021 年 9 月底执行进度为 0，主要是我院与市电视台联办

《案与法》节目 52 期，与绵阳日报社每月刊发 40 篇法制题

材，与绵阳晚报社联办法制专栏，与绵阳日报社联办法制专

栏均为年底一次性支付费用。存在着执行不规范的问题，暴

露了事中监管无力，未及时跟进项目实施进度。 

2.项目经费的预算数与执行数偏差较大。如：破产管理

人专项经费年初预算 50 万元，实际执行仅为 2万元，项目预

算还达不到精准预算效果。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主要是：一

是破产管理人专项经费是 2021 年新纳入的项目，预算数目较

大；二是达到破产管理人专项经费救助的标准较高。 

（二）下一步改进措施 

1.细化项目支出的分类，优化绩效目标编制。进一步细

化预算项目支出的分类，使纳入绩效管理的项目资金的绩效

目标能紧密围绕项目工作实施保障、最大限度地发挥经费的

效能。 

2.合理构建预算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评价体系。合理有效

的预算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评价体系是客观进行预算项目支出

绩效评价的重点所在。需要深入细化个性指标设计，使得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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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支出的绩效评价更能体现部门职能特色。 

3.加强事中监管力度，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严格按照项目

经费使用进度每季度均衡使用。 

四、绩效自评情况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

2021 年度我院财政政策（项目）经费绩效自评工作严格

按照市财政局通知要求进行了自评、上报，并在规定时间内

完成公开事宜。 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

无 

 

 

 

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

2022 年 4 月 8 日 

 

 

 

 

 


